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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初心，化荆棘为坦途的建设者
——记中交一公局一公司荔玉路面 1 标项目经理孙树光
生守武

“要致富，先修路”，高速公路
的通行成为当今社会发展不可或
缺的神经中枢，促进社会经济的
繁荣发展。尤其对于我国较为落
后的西南地区，每一条高速公路
的顺利通车，为城乡之间的经济
文化交流发展，新产业的促进作
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今年年底，广西交通建设史
上建设里程最长、投资力度最大
的高速公路——荔玉高速公路顺
利建成通车，将有力带动广西南
北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为桂北、桂
东人民脱贫致富铺就一条幸福
坦途。
这是一条汇集了诸多卓越管
理者以及行业精英的，众志成城
的建设之路。中交一公局集团有
限公司也在这里留下了优秀建设
者们的足迹。
“ 火车跑得快，全凭
车头带”。在错综复杂的工程建
设中，一个能运筹帷幄的“掌印”
帅才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孙
树光——一个有多年行业经验的
项目经理人，一个谦逊严谨，勤勉

灵活的实干者。中交一公局一公
司荔玉路面 1 标项目经理人的重
担，此次又顺理成章地落在了孙
树光肩上。
职业信仰
锻造能打硬仗的一线精英
孙树光是一个对自己的职业
有着坚定信仰的人，他常说，
“品
牌是企业的识别标识、精神象征、
价值理念。项目的亮点工程则是
企业品牌的基本单元，深化品牌
意识、打造亮点工程是我工作的
重点。”
在工作中，孙树光始终把努
力做好表率作为实现领导的重要
方法。以“其身正，不令而行”的
理念，让自我领导的行动成为一
种无声的命令，践行的效果，便是
水到渠成地带动了所有下属成
员，使项目部员工的思想政治素
质不断提高，管理工作更加严谨
有序。
2019 年，荔玉路面 1 标项目部
以跑步姿态进场，孙树光带领团
队尽快适应了“短平快”的施工节
奏，坚持高标准、高速度、建品质
工程的理念，以打造标准化施工

现场，打造和谐、团结、高效、奋进
的项目管理团队为抓手，科学布
局，统筹谋划，快速组织开展项目
临建工作。建设完成水稳拌和站
3 座，综合型场站 4 座，为项目各工
作面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2020 年春，全国突发新冠肺
炎疫情，孙树光带领的项目团队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在
刻不容缓的工期内，他马不停蹄
地奔走在联络、沟通、部署、落实
等等的繁杂工作中。在中国交
建、集团公司、一公司等各级领导
的正确指导下，项目部与地方政
府、业主等单位联防联控，果断采
取措施，主动作为，紧紧围绕荔玉
高速建设指挥部建成通车任务不
变、品质不减的总体目标，迎难而
上，在确保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的
前 提 下 ，一 手 抓 防 疫 ，一 手 抓 复
工。在孙树光及项目团队成员的
努力下，2 月底项目全面实现复工
复产，跑出复工“加速度”，成为公
司在建项目中率先达到复工的
项目。
2020 年，施工进行到三四月
份时，广西当地雨季提前，降雨较

多 ，让 有 效 施 工 时 间 缩 短 ，阻 力
大。面对巨大的工期压力，孙树
光以身作则，始终奋战在施工一
线，带领项目部全体职工抢晴天，
战雨天，拼昼夜，科学组织，超长
投入，采取增加机械设备、人员投
入，彩条布覆盖路床等强力措施，
人歇机不停，组织 24 小时不间断
施工，在众志成城的努力下，保障
了各项节点目标的顺利完成。确
保了一次交工验收合格率达到
100%，安全生产零事故。
初心党建
带领团队创造优秀业绩
多年来，孙树光始终把政治
学习放在首位，自觉加强自身党
性修养，不断提高运用“科学发展
观”重要思想指导和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支持党组织做好思想
政治工作和党建工作。在荔玉路
面 1 标接近尾声时，孙树光不仅没
有觉得松了口气，反而为项目组
添了把火，举办以“众志成城保节
点，攻坚克难勇争先”为主题的百
日劳动竞赛活动，根据施工作业
层成立 4 个青年突击队，分解任务
目标，压实主体责任，以党旗为引

领，将党旗插上施工一线，掀起劳
动竞赛的新高潮，向最后的通车
目标发动“总攻”。这次百日劳动
竞 赛 活 动 完 成 施 工 产 值
50132.9643 万元，使安全目标、质
量目标、文明施工、绿色环保施工
等活动任务目标均得以全面、顺
利地完成。
孙树光带领的荔玉路面 1 标
全体参建者以实际行动诠释了
“固基修道，履方致远”的企业使
命和“交融天下，建者无疆”的企
业精神，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他带领的项目团队，也因此被誉
为是“一支敢打硬仗、能打硬仗、
能打胜仗的队伍”，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真抓实干的精神默默
贡献着力量！

号 A 级道路石油沥青。为确保碎
石集料的质量，独辟蹊径进行技
术创新，生产时增加水洗及整形
的生产工艺。在科学的管理和严
谨的技术攻关下，各分部都按时，
甚至提前圆满完成任务。
安全与防疫
助力项目实现优秀业绩
项目在安全管理过程中始终
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勇于担
当”的精神，推动项目安全管理建
设再上新台阶，打造公司品牌形
象 ，确 保 项 目 建 设 安 全“ 零 事
故”。2020 年 7 月业主安全生产检
查评比中一公司荔玉路面 2 分部，
被评为“安全管理先进单位”，压

路机应用智能刹车系统荣获业主
安全微创新奖，共获奖励 12 万元。
工程进行时，
正是新冠疫情爆
发和持续的艰难时期，
在疫情防控
和复工复产的双重考验中，
项目部
进行严格的统一领导，确保责任
清、
任务明。进场人员全部经隔离
后方可上岗，
并采取严格的出入管
理制度。让工程在疫情期间的
“外
防输入，
内防扩散”
严格管控下，
得
以保持工期按时，
稳步推进。
荔玉高速公路的建成，
对推动
西江经济走廊和桂林—贵港—北
海黄金旅游岸线“十”字形经济增
长，对完善广西高速公路网，加快
区域一体化步伐具有重要意义。

孙树光

打造纵驰荔玉的
“黄金大通道”
——中交一公局一公司荔玉路面 1 标项目纪实
吴元振

荔玉高速公路是《广西高速
公路网规划》
“四纵六横三支线”
布局中“纵二”荔浦至铁山港高速
公路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高速
公路网 G59 广西境段重要组成部
分。项目起点位于桂林荔浦市，
终点位于玉林市福绵区新桥镇，
线路全长 122.84km。为沿线地市
县乡镇群众的出行以及经济社会
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不苟与研新
双管齐下推动工程建设
作为中交一公局集团的子公
司，中交一公局第一工程有限公

司承建的路段为荔浦东互通连接
线 1.3km、蒙 山 西 互 通 连 接 线
2.013km、文圩互通连接线 0.8km、
平南北互通连接 10.965km 以及东
荣连接线 21km。项目具有工程
量大，断点性工程多，路基施工进
展缓慢；沿途涉及单位较多，工期
紧张、料少价高等难点。
自开工以来，项目组兢兢业
业，一丝不苟。制定总体施工计
划，根据现场路基交验情况及结
构物施工进展，动态调整月、旬、
天施工计划，计划精确至每天、每
个段落。严格质量管控，执行标
高动态调整制度，根据路基交验
情况，统一调整标高。以平缓顺

接结构物为基本原则，保证平整
度及厚度，同时控制成本，并开展
质量月活动，大力宣传质量理念，
提升全员质量意识。
针对项目建设中出现的材料
少价格高的情况，项目部实行外
购与自建并行，自建料场一座，安
装材料加工设备一座。外部与材
料供应商签订协议，有效保证材
料供应，并对材料实行动态管理，
执行路面日核算制度，材料盘点
动态接收，配合比动态调整等；针
对雨季频繁的月份，项目优先完
成垫层、底基层施工，必要时两层
连铺，避免路基水毁。
AC-25C 沥青混凝土采用 7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与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法规及财政部、
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
以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与兴业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兴业资管”
）于2020年12月30日签署的编号为【兴银琼（债转）字2020第001号】的《债权转让合
同》约定，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由此派生或与此相关的其他权利或权益（以下统称
“标的债权”
）均依法转让给
兴业资管。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与兴业资管联合公告通知下列公告清单中各债务人、
担保人或其承
继人以及其他还款义务人等相关各方该等债权转让的事实。
兴业资管作为上述标的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下列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
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以及其

他还款义务人等相关各方，
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立即向兴业资管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
下约定的全部义务。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2日

公告清单
序号

发放行

借款人名称

借款合同编号

合同币种 发放金额（元）

1

兴银琼YYB（流借）字2017
第020号、
兴银琼YYB（协 人民币
议）字2018第001号

2

3

基准日：
2020年7月28日
本金余额（元） 利息余额（元）垫付诉讼费（元）

170000000 118008012.99

15599588.66

兴银琼YYB（流借）字2017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洲际油气股份有
第021号、
兴银琼YYB（协 人民币
公司海口分行
限公司
议）字2018第002号

170000000

170000000

18897623.57

兴银琼YYB（流借）字2017
第022号、
兴银琼YYB（协 人民币
议）字2018第003号

160000000

160000000

17785998.63

500000000 448008012.99

52283210.86

合计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务余额。债务人、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以及其他还款义务人等相
关各方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主债权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
效法律文书等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执行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债务人及担保人
等负担的诉讼费用、仲裁费用、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公告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

担保人名称

担保合同编号

兴银琼YYB最高额（抵押）字2017第003号、
兴银琼YYB
最高额（保个）字2017第010号、
兴银琼YYB最高额（保个）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
字2017第011号、
兴银琼YYB最高额（保公）字2018第005
2540223.51 司、
广西正和实业集团
号、
兴银琼YYB最高额（保公）字2018第005-1号、
兴银琼
有限公司、
许玲、
鄢彩宏
YYB（协议）字2018第001号、
兴银琼YYB（协议）字2018
第002号、
兴银琼YYB（协议）字2018第003号

2540223.51

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务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
定为准。
3.若债务人、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以及其他还款义务人等相关各方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
担清算责任。

